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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技术的变革，商业模式的创新，竞争的加剧，带来了新的产业布局，也加速了产业价

值创造方式的变革。用数字化技术重塑企业的“资源”“能力”，改变企业资源的配置方

式，成为当前企业变革的关键。 

数字技术与产业的融合带来了巨大的价值空间，运营商如何在新的产业竞争中重塑其

能力体系、价值体系、生态体系，更好地参与到新的商业领域，获取新的产业价值，成为

全球运营商共同面临的迫切问题。 

    纵观全球运营商的发展趋势、全球主要经济体的 5G 政策和战略布局，运营商通过网

络运营运维转型，重塑资源配置模式，支撑未来交易模式的变革，谋求在新产业格局中拓

展价值空间、优化价值结构、增强竞争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已经势在必行。 

本白皮书在深度洞察产业经济规律和行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以“支撑价值->创造价

值->传递价值->获取价值”的价值经营体系为主线，为运营商创建了“网络运营运维转型

总体方案”、“网络运营运维转型价值体系”、“网络运营运维转型能力体系”、“网络

运营运维转型平台支撑体系”、“网络运营运维转型流程体系”、“网络运营运维转型人

才能力体系”、“网络运营运维转型价值产品体系”。通过以上总体方案及 6 大体系的打

造，转变运营商网络资源的配置模式、价值创造方式，改变运营商内外交易模式，降低交

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及生态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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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趋势与挑战 

1.1 产业环境 

产业升级加速了企业变革，在产业升级与企业变革的过程中，运营商规模驱动边际效

益递增的经营模式已经显现“穷途末路”之势。根据华为全球展望，2022 年全球 ICT 产

业总体价值空间超过 6 万亿美元；其中新技术产业空间将达到 1.6 万亿美元，ICT 服务业

1.87 万亿美元，电信业务服务 1.6 万亿美元，ICT 制造业 1.1 万亿美元。面对如此大的产

业空间，运营商亟待打破传统模式、改变原有资源配置方式、提升资源能力价值、提升内

外交易效率，更好的参与产业竞争。运营商依托庞大的网络资源，重塑能力体系、价值经

营体系，是赢得产业升级之战的关键。 

1.2 政策环境 

纵观全球战略布局，5G 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竞争的焦点。主要发达国家

纷纷出台 5G 政策，抢占战略先机，部署顶层设计，谋求主导地位。 

美国：2019 年 4 月 12 日，美国白宫宣布将释放更多无线频谱并简化通信设施建设许

可，以在 5G 领域获得领导地位。同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发布“5G 快速计

划”，是“一个促进美国在 5G 技术上优势”的综合战略。 

英国：2017 年 3 月 8 日，英国文化、媒体与体育部（DCMS）和财政部联合发布

《下一代移动技术：英国 5G 战略》，宣告将通过 5G 及全光纤计划确保英国将成为下一

代移动技术和数字通信的全球领导者。 

韩国：2018 年 4 月，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发布《创新增长引擎》计划，提出 2022 年

要达到利用 5G 商业化和物联网超链接服务并开启并推广会聚服务的愿景。 

中国：我国政府将 5G 纳入国家战略，视为实施国家创新战略的重点之一。《“十三

五”规划纲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等战略规划均对推动 5G 发展做出了明确

部署。在“网络强国”大背景下，中国制造 2025 的核心是智能制造，智能制造的基础就

是电信网络。 

由此可见，运营商 Capex 将进一步加大，资源的成本占收比居高不下的状态亟待改

变，传统的经营模式将使网络资源进一步贬值，竞争更加激烈，运营商向网络资源要商业

价值，向网络运营运维能力要商业价值，势在必行。 

1.3 行业趋势 

根据 Keystone research and analysis 研究，到 2025 年，2C 和垂直行业主要 ICT

的市场空间将达到 4.7 万亿美元，其中基于连接的市场空间 1.6 万亿美元，占比 33%；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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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下一代连接技术（如 5G）将占整个连接市场的 30％；消费者、智慧家庭和智慧城市

等领域在下一代连接技术的支出占比较大；垂直行业的 ICT 领域将是运营商的重点着力领

域。 

根据 World Economic Forum/Accenture analysis，最近 8 年来，全球范围内，电

信运营商对产业利润池的控制力在不断缩减，从 2010 年的 58%缩减到 2018 年的 45％，

由于行业饱和以及 OTT的侵蚀，核心电信业务正在萎缩；与产业链上其他服务提供商相

比，运营商的收入复合增长率、EBITDA 复合增长率均最低，分别 1.8%（最高 10.0%）、

2%（最高 10.6%）；另一方面，内容制造商和分销商通过数字媒体体验已开始控制更多

行业利润，并开始专注于云等生态系统增长领域，与运营商在新兴技术领域开展竞争。 

从运营商行业发展看，狠抓产业契机，提升电信行业的资源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电信

行业的资源价值获取能力，十分紧迫。 

1.4 运营商挑战 

行业与产业的反差：面对巨大的产业空间，面对已经到来的新兴产业布局，面对产业

伙伴的快速发展，运营商却在增量不增收的经营困局中徘徊，与当前产业的如火如荼形成

了极大反差。 

经营与发展的挑战：5G 的加速建设，CAPEX 的持续投入，OPEX 的居高不下，进一

步劣化了运营商的盈利能力，企业的综合价值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变革模式的探索：面对经营窘境，事实证明，运营商点状的单纯强调网络能力开放、

运营中台打造、流程重塑、商业模式的变革，不足以真正改变运营商当前的经营困局，不

足以带来未来可持续的发展能力。竞争能力不足，盈利能力进一步劣化，EBITDA%持续下

滑，依然是大多数运营商面对的经营难题。  



6 
 

2. 全球运营商成功转型概览与启示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全球主要运营商的发展战略；成为生态运营领导者，是优势运营

商的终极目标。打破产业壁垒，拓展价值空间，调整价值结构，强化运营能力，是新产业

特征下提升企业综合实力的关键。 

案例 1 ：Turkcell 数字化转型战略 

Turkcell 于 2015 年提出“1440”数字化转型战略，从网络运营商向体验提供商转

型。策略上，通过建设数字生态系统，整合产业资源；搭建数字运营平台，强化数据运

营；强化网络能力，实现一键登录；推行人员转型，对 1000+研发人员转型，强化数据业

务等措施。 

从 2016 年起，收入增长率维持两位数的高增长；ARPU 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2018

年 ARPU 增长 13.5%，2019 年上半年 ARPU 同比增长 16.5%；离网率近 10 年最低。 

Turkcell 的成功转型启示是，强化网络资源能力建设的同时，与市场环境外部生态协

同运营，提升客户体验，才能有效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 

案例 2 ：LGU+ 固移融合战略 

LGU+于 2014 年从战略上增加投资，补齐固网，强化固移融合，以提升客户粘性。

策略执行上，当年大幅增加固网和移动网络 Capex投资，增幅分别达到 54.2%，29.6%，

增强业务健壮性；强化业务融合，通过视频内容+视频 SNS+视频通信与导航+视频远程应

用设计，提升客户粘性；强化业网协同，围绕 Video 打造 LTE 业务，包括 HDTV 和 Uflix

上市策略、绑定视频的 LTE 和 FBB 业务，视频业务成为套餐基本业务等，通过固移融合视

频、多屏融合、增强型关键功能（高清音频，时间机器，慢动作等）提升用户视频消费体

验。 

2015 年，LGU+宽带用户数突增 15.6%，至今每年仍保持约 5%的用户数增长；固定

业务收入占比逐步从 38%提升至 42%；2015 年开始固定业务收入增幅高于移动业务增

幅；2018 年，有效抵御了移动业务负增长的冲击。 

LGU+的成功转型启示是，强化网络能力建设，优化企业价值结构；强化业网协同运

营，提升资源价值获取能力，对长期稳健增长才有助力。 

案例 3 ：KDDI  IoT 战略 

KDDI 于 2016 年以 IoT 为锚点，拉动企业用户增长，聚合生态，为 ICT 解决方案提

供增长动力成为企业业务发展战略。策略上，发展生态联盟，建立 IoT 联合生态伙伴；聚

焦重点行业，强化 ICT 解决方案能力，并聚焦智能抄表及汽车行业业务；基于“KDDI 全

球物联网架构”，KDDI 与丰田汽车公司合作提供车联网服务，并计划将该平台扩展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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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工业领域；建设运营平台，提升细分市场运营能力，比如将工程、医疗等个行业数据通

过 KDDI 5G/IoT 平台，把大数据变成可实际使用的小数据，最终应用到各行各业等 

2016 年 KDDI 当年企业业务收入实现 12.4%的增长，至今仍保持 5%以上的增长率，

且业务占比从 13%提升至 14.2%；企业业务 EBITDA%从 17.3%提升至 18.8%。 

KDDI 的成功转型启示是，运营商可以自身的资源能力为基础，整合生态资源，聚焦

重点行业，夯实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搭建运营平台，提升对市场运营支撑保障能力。 

国外运营商的转型基本上都以优化客户体验为目标，比如 Turkcell 以 2C 的个人数字

体验优化为目标，LGU+以 2H 的视频融合体验优化为目标，KDDI 以 2B 的企业运营体验

优化为目标等，辅以体系化的能力建设、平台化的支撑及结构性的调整等系统化的改革手

段。体系化能力包括网络能力、业务协同能力、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等，既有单一的网络

能力，也有强化前后协同的内部能力，及面向客户的方案设计能力等；平台化支撑包括运

营平台、数据平台、生态整合平台等，是精细化运营的基础；结构化调整包括人员结构调

整、投资结构调整及业务结构调整，从人员效率、投资效率及业务稳健性方面，支撑公司

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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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运营运维转型方案 

3.1 价值定位 

运营商网络运营运维转型，是通过创建网络资源价值体系，向网络技术要商业价值，向

网络资源要商业价值，向运营运维能力要商业价值；通过改变网络资源对市场的支撑模式，

助力公司在新产业格局中拓展价值空间、优化价值结构、增强竞争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运营商的数字化转型，包括面向市场与客户的交易环节转型，也包括面向技术的网络转

型，而网络运营运维转型是公司整体转型的关键枢纽，是价值体系高效运转的核心，是公司

变革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一方面承接市场前端因产业变革带来的商业模式/业务模

式/服务模式转型对资源能力的诉求；另一方面将技术、资源能力最大化变现价值，灵活高

效支撑市场拓展及差异化竞争。 

所以，网络运营运维转型的价值定位（图一）是：创造、传递、支撑；即将资源变现成

能力、将能力经营成价值、将支撑体系变革为交易体系，成为网络资产价值变现的关键、市

场诉求快速满足的保障。 

图一：网络运营运维转型价值定位 

3.2 价值体系与能力体系 

以价值运营体系模型及方法论和 eTOM 2.0 为参考依据，以价值经营为主线，以基础资

源为本，网络能力产品化及运营为纲，以支撑保障手段为贯穿载体，以人才转型为保障，构

建网络运营运维转型的价值体系（图二）。 

 

图二：网络运营运维转型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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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网络基础资源为本，以人才转型为价值获取提供保障与支撑，通过网络资源能力化实

现价值创造，将网络能力产品面向市场运营实现价值向前端的传递，打造支撑保障手段与市

场部门协同能力，实现价值获取，构成支撑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价值—获取价值的价值

运营闭环。 

将网络能力产品化及运营、支撑保障手段、人才转型等与运营商的经营价值体系匹配，

定位关键能力，形成网络运营运维转型的能力体系（图三）。 

图三：网络运营运维转型能力体系 

网络能力为根本，构建基础资源可视化、网络资源能力化、网络产品价值化三大能力集，

覆盖从资源的基础信息管理到网络资源及业务资源的微能力化、能力产品化及相关运营能

力； 

支撑能力为载体，构建从网络域的运行监控及故障管理能力，到业务域的自动开通与统

一管理能力，市场域的产品设计与支撑能力等的网络—业务—市场三大领域支撑能力； 

人才能力为保障，构建具备跨域网络运营能力、网络产品规划设计能力、网络产品运营

能力等的人员队伍，培育具备全域网络微服务化、全域流程运营等方面能力的人才，支撑网

络产品化及支撑保障手段的持续优化，将网络运营运维转型和价值运营落在实处。 

3.3 总体架构 

 打造网络资源能力体系：建立网络资源能力体系库，将既有以及未来的网络资源以网元

为单位按需进行关键特性关键能力提取，跨越网络能力组合协同，通过协议封装、调用

编排的方式将网络资源变成可被市场调用，参与市场竞争的网络原子能力集。 

 打造网络能力产品体系：将市场按照 2B/2C/2H 进行切片，并依据市场需求打造四大

类网络产品体系：客户触点类、管道控制类、基础资源类、综合感知类，同时强化网络

产品体系与网络能力体系的调用编排策略，以便更好更灵活地支撑市场竞争，体现网络

资产在市场竞争中的差异化能力。 

客户触点类产品体系：与客户购买的触点体验直接相关的产品体系，包括产品与服务的

选择感知、计费与支付的感知、业务开通体验感知等； 

管道控制类产品体系：以管道资源的量、质为服务诉求的网络产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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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感知类产品体系：面向 2B 客户的综合感知提供的网络产品，针对 2B 客户户购买

-开通-使用-保障-运营的生命周期各环节，构建的综合感知产品体系； 

基础资源类产品体系：以运营商传统的基础资源能力、数据资源能力打造的基础产品体

系。 

 打造网络产品运营体系：强化网络产品的价值变现能力，打造网络产品运营体系。根据

市场需求与产业发展，进行网络产品的规划设计；根据市场竞争状况，进行网络产品的

价格策略制定；根据客户特性及需求，进行网络产品及价值运营设计，并贯穿在市场的

售前售中与售后的关键环节，增强客户粘性，持续获取客户的价值回报。 

图四：网络能力运营总体架构 

网络能力运营总体架构设计，要改变内部网络资源面向市场输送、及市场面向客户经营

的内外部交易模式，将网络运营运维设计成“3+1”域，“三横”域各域分层设计、层级解

耦、逐层封装； 

“三横”域中，网络产品域关注网络产品设计与运营；网络能力域专注构建单域网络微

能力、跨域网络运营与运维能力及网络能力策略体系；基础资源域以基础资源管理为主； 

“一纵”域 AI 管理域以数据治理与模型调优为主，要充分利用大数据、AI 等先进技术，

为“三横”域的效率改进提供能力。 

3.4 支撑保障方案 

支撑保障方案由流程体系、平台体系、工具体系组成。打造前后端贯穿的三大类流程体

系，提高网络能力变现速度，提高前后端协同反应效率，提升最终客户的体验感知；打造支

撑运营的平台保障体系，按照前中后关键能力保障，打造五大关键支撑平台，提升网络集中

化自动化运营能力，提升网络产品运营效能；打造工具体系，进一步提升网络价值运营的效

率及支撑运营的便捷程度。 

通过“协议封装—API 封装—产品封装“的形式，将网络资源能力逐层聚合，形成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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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网络产品，并以产品的形式向市场经营侧提供，支撑其面向最终市场的商品形成。 

图五：网络运营运维转型支撑保障方案 

 流程体系 

支撑保障方案的流程体系设计，以最大化网络价值变现为目的，聚焦网络产品价值运营、

前后端协同高效运营，构建纵向贯穿的三大类流程体系，最大化发挥能力产品架构的运行效

率和支撑市场价值变现的能力。 

结合网络能力运营总体架构，构建网络产品价值运营管理流程、客户服务流程、市场及

网络规划建设协同流程等三大主要流程，提升网络运营、客户服务、业务协同效率和效益。 

网络产品运营类流程：包括网络产品规划设计与生成流程、网络产品价值管理流程、生

态合作管理流程等三个主干流程；以网络产品的端到端价值生成和实现为主要目标； 

客户服务类流程：包括销售支撑流程、客户分级管理及保障流程、业务开通流程、综合

业务统一监控流程、告警管理流程、客户投诉管理流程等六个主干流程；客户服务流程

从网络产品和能力层，端到端支撑从销售支撑—客户分级管理与保障—业务开通—监

控—告警—故障修复的客户生命周期服务，提升业务协同效率和客户体验； 

市场及网络规划建设协同类流程，从公司整体网络规划建设效率角度，拉通市场与网络

协同，通过对网络运营能力的调用，提升资源规划建设的效率与效益。 

 

图六：网络运营运维转型新增流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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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体系 

平台作为网络运营运维转型重要支撑能力，支撑网络能力产品化，提升网络产品开发效

率，支撑“市场—业务—网络”的协同规划和运营，提升业务运营效率和质量水平，更好地

支撑面向市场的价值变现。 

    基于网络能力运营总体架构，以“网络产品运营管理流程”,“客户服务流程” 和“市

场及网络规划建设协同流程”三大流程纵向贯穿，设计五大支撑平台，前中后贯穿协同，形

成对网络价值运营效能的强力支撑。 

销售使能平台：包含销售运营分析，网络产品管理，销售支撑管理，业务订购与订单履

行管理等4个模块； 

智能运维平台：包含策略管理，资源&业务运营分析，动态资源管理，业务开通管理，

故障管理，性能监控管理等6个功能模块； 

网络能力标准化平台：包含网络原子能力微服务化管理，网络运营运维能力开放管理，

网络能力产品开放管理，编排中心等4个功能模块； 

业网协同运营平台：市场需求网络体验协同诊断，业务协同网络规划设计，业务协同敏

捷扩容，交付可视化管理等4个功能模块； 

生态合作伙伴管理平台：生态合作伙伴生命周期管理，生态合作伙伴合作管理等2个功

能模块。 

      图七：网络运营运维转型平台支撑体系 

3.5 人才转型方案 

网络资源的产品化运营，支撑保障手段的落地推进，改变了网络资源在公司价值体系中

的定位，也对人员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打造一支 DICT 技术融合、跨域网络运营运维、前

后端协同运营的精英化人才队伍，对深度挖掘网络资产价值，更好参与市场竞争十分必要。 

按照网络价值运营变革要求，将人才能力转型按照售前、售中、售后及通用能力进一步

细化，形成售前、售中、售后、通用四大类人才能力体系，精准转型赋能计划及人才评估模

型，快速使能人才转型，适应网络价值运营体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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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人才能力分类 

四类人才转型能力体系，分别从课程体系设计、分类赋能培训方案、学习效果评估方式、

转型人员综合评估模型四个方面进行详细逻辑设计，并辅以 7 度模型： 

P=40%∑ 𝑲𝒊𝒙𝒊 + 𝟔𝟎%∑ 𝒕𝒊𝒚𝒊𝟑
𝒊=𝟏

𝟒
𝒊=𝟏 ，对转型后人才进行能力评估。 

X 表示理论学习，Y 表示实践训练，K 表示理论学习结果评估的 4 个方面的权重，包括

培训参与、基础课程成绩、专业课程成绩及认证考试，T 表示实践训练结果评估的 3 个方面

的权重，包括转型训战、实景参战，现场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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